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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贤君）今
年来，松岙镇以农业产业发展作
为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
村繁荣的重要抓手，不断创新方
式方法，探索实施水稻生产“政企
农”合力共建新模式，着力发展现
代都市型农业和特色高效农业，
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年初，宁波正兴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正式注册落地松岙
镇，项目总投资约 1亿元。双方
将共同打造水稻“研发—培育
—生产—销售”的现代化产业
链，实现特色产业和区域经济
的融合发展。

创新种植产业合作模式。充分
发挥企业在水稻种植方面的资源和
技术优势，将种粮户纳入到企业产
业链条、共建共享体系之中，对稻谷
生产实行“政府配套统筹、企业统一
供种、农户统一耕种、企业统一收
购”的“政府+企业+农户”全产业链
式合作模式，在保障企业品种品质、
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有效提升种粮
户收益。今年，按照双方协议，只要
农户完成规定品种种植，企业则按
照5.5元/公斤收购，对亩产超出550
公斤的部分，为提高种粮积极性大
幅提高收购价。目前该企业已和
18个农户签订合作协议，10月底将

获得第一批收成。
建设产学研一体化科研基地。

以打造集水稻新品种研发筛选、产
品展示和量产推广为一体的水稻研
发基地为目标，与胡培松院士工作
站专家科研团队合作，引入其籼型
高档优质杂交稻“华浙优 261”、
粳型优质稻“长粒香粳”等国内领
先的优质稻研发成果，建成高档优
质水稻新品实验、种植示范平台。
今年 300亩连片种植，其中有高档
优质水稻新品种示范基地25亩，参
试品种36个；高档优质水稻种植基
地 275亩，含籼型高档优质杂交稻

“华浙优 261”示范 225亩及粳型优

质稻“长粒香粳”示范 50亩，未来 3
年，双方合作范围将扩展至全区 2
万亩农田。

启动地区农业品牌创建。以
“质量兴农、品牌强农”为根本宗旨，
通过全过程监管稻谷生产、对种粮
户开展种植技术培训等，最大限度
保障大米外观、口感等品质水平。
同时，启动对大米产品品牌形象的
设计，目前已初步完成第一批 3个
大米产品的命名和包装设计，下步
将积极探索建立松岙大米产品的标
准体系、认证体系和监管追溯体系，
争取各级品牌认证。

松岙试点推行农业发展“政企农”
着力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和特色高效农业

本报讯（通讯员 李贤君）今
年来，松岙镇各村因地制宜、因村
施策，选择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各
具特色的发展路子，为产业振兴
不断注入生机与活力。

上汪村在腾夹岙水库旁建造
漂亮的公园及停车场，同时墙面
修复梳理式改造农房 35户；统
筹实施农房改造，包括第四房、
西岸区块，涵盖农户59户，约7
亩；计划拆除溪坑里、小房等 7
处危旧房70户，约20亩。利用其
中部分土地用于休闲公园、绿化、
健身器材等文体设施建设；建设
黄泥弄橘子基地总计70亩，打造
成为村里主要橘子旅游采摘点和

村民日常休闲场所，并计划建设文
化长廊、公厕、停车场等基础设施，
总投资约50万元，其中文化长廊全
长约 20米，可用于柑橘品尝、村民
休闲等用途。

街二村实施富春祠堂居家养老
服务站建设，创建3A级居家养老服
务站，该项目总投资约 45万元；将
新增投资 10万元创建百姓健身房
和儿童书吧；在沙湾嘴头培育优质
水果，已种植杨梅200株。

海沿村主打区 5A级党群服务
中心，充分利用村党员志愿者团队、
巾帼志愿者团队、退役军人志愿者
团队多次开展志愿活动，结合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和松溪书院，打造一

个集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
务、科技科普服务、健身体育服务平
台为一体，能开展规范化组织生活、
集中学习交流、接受党性教育的党
建基地。

街横村试点打造镇级志愿者服
务队伍根据地，并定期开展捡垃圾、
慰问孤寡老人及留守儿童等志愿活
动，着力提升群众幸福感。

后山村将再投入资金200万元
新建光伏发电项目。

大埠村试点开展生活垃圾“智分
类”，不断提高分类质量；同时开辟党
建研学线路，形成一条大埠古怀公园
—古怀初心之路—裘古怀烈士陈列
馆—烈士养伤处—饭桶文化园—旅

游健康小镇的党建研学路线。
五百岙村开展农房改造项目，

进一步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杨
家一期区块 22套联排别墅目前已
全部竣工。

淡溪村完成了淡水湖 50亩精
品果树基地，栽种了 2000株红美
人、1000株绿美人、660株绿野中熟
等品种橘子。建造完成果树基地中
纵横园区机耕路 700米，一期完成
投资70余万元，为今后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打下扎实基础。

西岙等村以强村富民为发展目
标，紧抓机遇，发扬松岙人特有的朴
实奉献担当精神，积极发展集体经
济、改变人居环境，全力建设家乡。

立足资源精准发力 力求特色发展产业

松岙村级乡村振兴美丽宜居建设加快步伐

本报讯（通讯员 李贤君）近
期，松岙镇积极打造“阳光村务”，全
面清查村集体应收账款，目前，37笔
问题清单已全面完成，涉及金额 52
万元，完成速度在全区名列前茅，有
力促进了村级集体经济健康发展。

除了清理应收账款外，该镇还
扩大了清理范围，目前除正常往来
款挂账外其他款项也已全部“清
零”。全面清理其他应付款，就群众
关心关注的应付款等问题，与各村
进行深入座谈交流，指导帮助各村
理清发展思路，建设美丽乡村。共

清理 11个行政村应付款问题 100
个。全面清理长期借款，由于时间
跨度大，追讨债务限期缺乏连续性，
没有形成合法的、完整有效的凭据，
经过努力，目前共清理2个行政村5
笔长期借款，涉及金额 27.6万元。
全面清理内部往来款，梳理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困难，协商解决内部往
来款共性问题，计1个村共13笔，涉
及金额0.14万元。全面清理账外应
收款，加强资金管理，提高会计信息
质量，防范资金风险。计2个村共3
笔，涉及金额3.7万元。

打造“阳光村务”

村集体经济应收款“清零行动”全面推进

本报讯（通讯员 李贤君）近
日，松岙镇结合实际，试点出台加强
党员队伍分类管理新办法，适应新
时代党员队伍的新变化，不断提高
党员教育管理针对性有效性、精准
化科学化，着力提高党员教育管理
质量，激发党组织和党员生机活力。

按照农村（居）、机关事业、两新
组织等 3个领域，该镇采取集中点
名、分类登记、动态维护的形式，开
展差别化党员队伍分类管理。

聚焦常态长效，规范党员锋领
指数分类管理。坚持全面从严与精
准管理相结合、共性动作和个性要
求并重，严格执行“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
等党员教育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围
绕所在领域党建工作要求，深化运
用“设岗定责”“包片联户”“车间政
委”等载体，教育引导党员主动亮明
身份、认领项目、履职践诺，在做好

本职工作、联系服务群众、保障中心
大局中担当作为、实干争优。推进
开放式、集约化、共享型党群服务中
心建设，为党员学习教育提供阵地
保障。

聚焦暖心关爱，推动老龄困弱
党员帮扶全覆盖。立足该群体党员
思想教育、组织生活、党费交纳、作
用发挥、关爱帮扶等方面管理现状，
突出实际需求精准落实关爱举措。
着力优化学习内容、丰富学习形式、
创新学习载体，建立健全老龄困弱
党员信息库，引导该群体党员灵活
灵便、保质保量参与组织生活，严格
党费标准、灵活交纳形式，搭建载体
平台，加大帮扶力度，确保每名老龄
困弱党员感受到党的温暖。

该镇党委负责人表示，下步将
建立健全党员锋领指数分类考评管
理体系，实施全程纪实管理，激励党
员争先进位、创先争优。

着力提高教育管理质量

松岙试点探索党员队伍分类管理

本报讯（通讯员 李贤君）近
年来，松岙镇坚持多部门联动，以
松溪志愿服务团队为主体，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红色文化园为两
大阵地，逐步向周边扩散，以“助
餐”“助洁”“助医”“助学”为抓手
开展活动，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提
高服务质量、完善各项制度，打造
志愿者充分投身社会治理、“一体
两地四翼”全面提升的新格局。

助餐方便到家。依托“居家
养老服务站堂食+上门送餐”项
目，充分发挥松溪志愿服务团队

志愿者的力量，每日准时把热气腾
腾的饭菜送到行动不便等有需求的
老年人家中。值得一提的是，老人
们在享受安全卫生、美味营养的饭
菜同时，也能享受各居家养老服务
站的助残补贴，让老人感受到政府
的温暖和关爱。目前，该镇街横、上
汪、居委会、街二村等4家老年食堂
对外开放，每天有 260余名老年人
享受到这项便民服务。

助洁服务弱势老人。该镇充分
发挥“志愿惠民”的作用，依托“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清扫”项目，为困难

家庭、孤寡失能、重点优抚的老人提
供上门家政服务。志愿者每月不定
期上门为老年人提供居家清洁、更
换洗涤、个人清洁、庭院整理等项
目，保障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整洁。

助医保护民生。针对疫情期间
老年人外出不便的情况，各村到镇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统一申报后，由
志愿者定期上门进行无偿或低偿的
康复护理服务。服务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个案护理；关节
训练、推拿、肢体功能训练等肢体康
复；尿管护理、胃管护理、气管护理

等居家护理。
助学关爱成长。该镇依托

“红色文化园+童书馆”项目，充分
发挥青年志愿者力量，每周六上午
在红色文化园童书馆，为松岙镇小
学、初中的学生开展阅读陪伴，培养
他们热爱阅读的良好习惯。

下步，该镇将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以实际行动感染带动更多人参
与到建设美丽家园的队伍中来，全
力推进松岙镇志愿者服务活动，营
造“人人争当志愿者，竭诚奉献为人
民”的良好氛围。

“四助”上门

志愿优质服务暖人心

李贤君
据传，汪氏先祖在北宋初期为

一大官，他生了五个儿子，都在朝为
官，称为父子“六尚书”，在朝中有一
定势力。年过花甲后，他想告老还
乡，于是写了一本奏章，要求致仕，
并恳请皇上恩准在家乡建一祠堂，
皇上准奏，下拨皇粮命汪氏亲自督
工建造。

但在祠堂将要竣工时，平时和
汪氏不和的大奸臣欧阳方，借汪氏
造祠堂为名，趁机在皇上面前谎奏
一本，说汪氏明是造祠堂，暗在私建
皇宫，五子串通，意欲篡位。皇帝听
信谎言，立即传旨宣汪进京复旨。

汪接旨后，防到有奸臣谎奏陷
害之疑，于是立即通知五个儿子紧
急商议，说今日皇上紧急传旨，决不
是好事，今晚做好事前准备，否则
就要满门抄斩，血溅尚书楼。事到
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命五子各自带
妻儿连夜出逃，并给每个儿子一块
乌金砖，作为以后发族资本，并规定
各自安家以后，每个人在发族地一
定要建造一个汪家祠堂。一是了其
未建好宗祠心愿；二是在祠堂东边
屋脊上插上一把镰刀、在祠堂门前

铺上三丈六尺刀棱青砖地，作为以
后认族“记号”，表示这个地方有汪
氏家族；三是为以后认祖归宗的宗
谱排行，用十二生肖为首，每生肖
出十六个字，共计一百九十二个排
行，论资排辈，所以有“天下无野
乱汪”之称。凡是汪姓的人来祠堂
认亲，只要能按照汪氏宗谱报出自
己排行的，最起码可有一宿二餐的
招待。

汪氏先祖命运坎坷，了翁祖原
籍安徽歙县一带，因连续灾荒，于南
宋淳熙七年（1180），迁徙之鄞州东
钱湖，因当时零姓户少，地方势力浓
厚，他一心想换地方迁居，直到宋嘉
定四年（1211），汪了翁太公中了进
士，官封赣州龙南县丞后。经过多
地考察，决定在松溪松峰山阳下建
家发族（今松岙街横村）。

了翁祖生二子，长子表金，居父
地（街横），后人称下汪家。次子表
龙，于宋绍定三年（1230），兄弟分
家，次子表龙移之“大墓头”。大墓
头来源，由于当时外新屋西首有处
大庄园，葬有七十二支墓，故称大墓
头，因地处汪家之上，所以称为上汪
家（即现松岙上汪村）。

松岙汪氏溯源

本报讯（通讯员 李贤君）莫家
河小流域治理工程位于松岙镇西岙
村，该项目概算总投资为1529.02万
元，其中建安工程费为 1266.54万
元，所需资金由上级补助，不足部分
由镇自筹解决。该工程总工期 12
个月，目前进展顺利，预计年内可以
完成。

该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河道
治理1361米，拆除重建堰坝9座，拆
除重建桥梁 1座，河道左岸堤顶布
置景观绿化，绿化面积约 1075㎡。
工程为V等工程，河道防洪标准 10
年一遇。河道堤防工程挡墙采用浆
砌块石挡墙，挡墙顶宽 60cm，临水

面坡度为1：0.1，背坡为1：0.3，基础
采用 50cm厚 C20砼基础。桥梁工
程设计桥板采用C40现浇钢筋砼桥
板，厚 50cm；台帽采用C25钢筋砼；
桥台采用 C20 砼桥台，桥台顶宽
100cm，迎水坡坡比为1:0.1，背水坡
坡比为1:0.30；桥台下设C20砼基础
厚 50cm。新建堰坝工程堰体采用
C20砼堰体，表面铺设料石镶面，接
50cm 厚 C30 钢筋砼消力池，长度
6.5m，消力池下铺设 10cm厚C15砼
垫层，护坦采用 50cm 厚 C30 砼护
坦，长度为 3m，后接抛石防冲槽。
防渗墙采用 30cm厚 C25钢筋砼防
渗墙。

概算总投资1500余万元

莫家河小流域治理工程进展顺利
深入推进

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近期，松岙镇制定了“任务书”，绘好了“时间表”，吹响了建设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的“冲锋号”。连日来，该镇开展集中整治大行动。图为湖头渡村
干群美化家园，共筑新时代高品质美好生活。

通讯员 李贤君


